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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不分宗派，結合眾教會力量，差派宣教士進入「未得之地」，傳福音領人歸主，並建立福音據點。

將種子撒在地裏
你將種子撒在地裏，
主必降雨在其上，
並使地所出的糧肥美豐盛。
到那時，你的牲畜必在寬闊的草場吃草。
（以賽亞書 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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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誠實、承認、承擔
2014

年3月8日，基福在后里眉山舉行
會員大會，選出了九位理事與三
位監事，隨即召開第七屆理監事會，從理監事
中再選出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本人
蒙各理監事之厚愛，被推舉為理事長。
基福的行政同工依規定向內政部登記新任
理監事名單。詎料我們雖附上各項會員大會之
會議相關資料，卻因為缺了《會員名單審核記
錄》而被駁回。原來，政府規定民間團體開會
員大會之前十五天，必須先召開理監事會審核
會員名單，無論會員新進或退出，都需經該次
理監事會審核並同意後，會員大會再依該通過
審核之名單進行各項選舉。

理監事會的確曾討論過一些名單，卻不
是在會議前十五天，也沒有為審核所有會員名
單而特別召開會議，並作成《會員名單審核記
錄》。我們事後雖知道過程有所疏漏，卻不願
意補作記錄應付了事。在完成法定程序之前，
新的理監事會未被政府承認，當然也沒有新
的理事長。依法，李勝雄長老仍為基福的理事
長，並指派本人繼續兼任基福的代理秘書長，
直到完成所有的法定程序―審定會員名單，
重新召開會員大會，選出新的理監事會等等。
本人所牧養的北門聖教會本與基福沒有
任何關係，是因為支持基福大西教會的宣教事
工，才因此開始認識基福，並為更有效地與大
西教會配搭，而應邀從四年前起，參與在基福
理監事會中。本人對過去基福選舉的方式並不
熟悉，但這次以代理秘書長身分，在事後與
理事長及新、舊任的理監事討論，都一致同意
基福因此事得以反省檢討，積極尋求未來對基
福更為有利的運作方式，實乃神美意，並非意
外。
台灣的環境變化甚快，許多教會或福音機
構都意識到傳福音的策略需要更新，方式需要
改變；這些年的努力也的確帶來很好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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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兼代理秘書長
陳正雄 牧師

基督徒人數的比例逐漸增加正是明證。基福同
工也意識到需要積極改變體質，更新策略。而
我們正在努力更新改變中。
當然，基福是在最鄉下（也是最貧窮）的
地方開拓教會，每一個拓荒區教會在經濟與各
方面能自立自養之前，會有一段較長的時間需
要倚靠外力支援，海內外的弟兄姐妹就成為最
大的支持力量。
謝謝所有關心基福的弟兄姐妹，你們的代
禱、奉獻是我們的鼓勵與祝福。台灣基福仍然
需要你們繼續參與、成全，才能蛻變，邁入一
個新的進程，為基層宣教的事工開出新局。
我常向自己牧養的北門聖教會肢體提醒，
面對所有迎面而來的環境，要勇於―誠實、
承認、承擔；所有的衝擊迎面而來，所有的回
應向上而去。這一次面對基福在理監事改選的
一波多折，我也不斷提醒自己誠實面對，承認
在行政程序上有疏失，承擔重新舉辦會員大會
的所有行政責任，甚至還要勇敢承擔未來龐大
經費之募款責任等等。再次感謝所有弟兄姐妹
在過程中的支持與代禱，謝謝。

一、感恩事項：
1.感謝上帝，差派許多暑期短宣隊到基福各拓荒區教會，無論來自海外或台灣本
土，都與拓荒區教會有美好配搭，成就美好的工。求主賜恩，在各拓荒區教會
或國中、國小營會中所撒的福音種子能發芽結實。以賽亞書30:23說「你將種
子撒在地裏，主必降雨在其上，並使地所出的糧肥美豐盛。到那時，你的牲畜
必在寬闊的草場吃草。」求主將這應許成就在拓荒區與短宣隊一起事奉的每一
個人身上！
2.六、七月，暑假期間有許多國內外短宣隊到拓荒區協助福音事工，讓拓荒區會
充滿活力與敬拜讚美的聲音。感謝：康海文、王瓊戀夫婦，美國CCGC康郡教
會短宣隊，美國南加州SOW國際事工短宣隊、學園傳道會、美國聖地牙哥雅
歌堂、上海華商團契、新加坡學園短宣隊、台北康華禮拜堂、韓國學園傳道會
福音隊、台中聖教會、美國愛加倍福音中心吳怡明醫師夫婦。謝謝大家關心、
協助基福的事工，求主記念每一位的愛與辛勞。

基
福
動
態

3.新竹浸信會有意支持弱小的教會，他們與頭屋教會聯繫上，期待能協助頭屋教
會在宣教事工有更好的發展。基福各拓荒區教會都期待能與城市的中大型教會
有所聯結，成為宣教夥伴，向中大型教會學習宣教方法、牧養策略、資源分
享，求主興起更多城市教會與鄉下教會同工同行。
4.基福李勝雄理事長於7/28在造橋辦公室的同工會上，用以弗所書4:14-16勉勵各
拓荒區牧者：靈命成長不可停滯，學習對他人與自己顯出愛與接納。洪國隆、
蘇嘉俊兩位理事，則勉勵同工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如同大衛、馬利亞、保
羅，持守只有「一件事」，向著標竿直跑。

二、代禱事項：
1.2013年十一月理監事會決定對基福同工薪資制度作大幅調整，目前調整幅度與
各項依政府規定所需之保險等已大致底定。此舉將增加基福人事費用的支出，
請為我們所需的各項經費蒙神豐富供應代禱。
2.頭屋教會因原屋主將房屋出售，教會必須搬遷。感謝主，目前已尋得附近新
址，不致因搬遷過遠使原進行之事工中斷。但因面積較原使用單位小，求主賜
給頭屋教會田牧師智慧，在搬遷之前有最好的規劃。（感謝主有康郡教會朱弟
兄，北門聖教會林弟兄幫忙出意見與繪圖）
3.為各拓荒區禱告
1) 讓每一位拓荒區牧者能按不同時空與對象的需要，有最合宜的宣教策略，
耐心撒種栽種，並求主讓他們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時常經歷收割的喜樂，激
勵拓荒區牧者歡喜向前。
2) 讓拓荒區教會能與城市教會逐漸建立固定的聯盟關係。拓荒區教會資源人
力都缺乏是事實，若能有城市教會固定的支援與代禱，一方面可以幫助拓荒區
教會，一方面成為城市教會肢體的宣教服事的實踐與操練平台，對彼此都是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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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 標竿直跑
拓荒區報導

頭屋教會

∕田南芝 牧師

腓

立比書3章12節：「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
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
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
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雖然說我很確定「牧會」是上帝的呼召，
也很確定在「牧會」中，我是努力、喜樂、並
滿足的。 但也同時非常確定的就是，常常有不
滿足的情緒、想法在心中，為什麼？？
上個星期主日，教會來了大人、小孩一共
不到20個會友，有的人在事前就請假了，有的
人不說就沒來，有的人是聯絡也不接電話……
我看在眼了，對外臉是笑的，背地裡心卻是難
過的，不是說我注重教會聚會人數，我乃是注
重他們為什麼不來？平常沒有靈修晨更的兄
姊，或孩子們， 若主日再不來，難道不覺得
「需要」嗎？是我沒有「供應」嗎？還是我福
音傳講得不清楚，讓他們沒有感覺「需要」？
我有很多的為什麼？為什麼？不滿足的情緒湧
在心裡。
教會的孩子，由於成長背景特殊，家庭無
法發揮應有功用，因此有1/3的孩子們功課不但
是跟不上，還是全班倒數的。 眾多孩子中，有
一個成績特差，剛好美國的蔚蔚姐要來頭屋短
宣2個星期，她是台大畢業的，當然教這個孩
子，一定沒錯，我就請問蔚蔚姐的意願，蔚蔚
姐一聽就很樂意地接下這服事，以數學為主的
用心教導他。那時學校第一月考剛考結束，他
數學24分。
蔚蔚姐接手後使出各種法寶：讓你打籃
球、做蛋餅給你吃、請你吃麥當勞……，也用
盡各種閒暇時間：星期三下午1點開始、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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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點開始……時間很快，蔚蔚姐短宣終於結
束回美國了。 不久，學校第二月考，他數學44
分。
蔚蔚姐來 email 問到他的情況，我不敢直
說，怕傷了她的心，同時也下定決心親自來教
導他，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沒有什麼事情是
做不到的。 蔚蔚姐對他是用軟的方法，因此，
我就用硬的，或是軟、硬一起來。 結果，第
三月考，他數學37分，比蔚蔚姐教時的成績還
差。
我能說什麼呢？不是說我注重孩子的功課
甚於一切，而是孩子們的功課不好，就會失去
自信心、自暴自棄、品行更壞、容易受誘惑、
往下沉淪，我錯了嗎？我沒盡力嗎？為什麼？
為什麼？ 不滿足的情緒又湧在心裡。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賽55：8）
我再次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的想法來衡量
事情的過程和結果，主權在上帝，除了要常常
數算神的恩典，使自己感受到愛的擁抱，重新
得力之外，就是要向保羅看齊：這不是說我已
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
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
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弟兄們，我不是以
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
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
3：12∼13）
感謝主，祂常勉勵我、教導我要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是的，向著
標竿，繼續！加油！

能藉此得著許多的國中學生。

代禱事項：
1.頭屋教會的屋主已將房屋出售，教會必須搬
遷。感謝主很快在附近找到新的居所，預定
八月底搬遷，請為我們新會堂的裝修及搬遷
順利代禱。
2.感謝神帶領頭屋孩子們「讀聖經」，從8月開
始將讀舊約的創世記。請禱告使他們能順利
讀完整本聖經。

4.今年12月6日(六)，教會將在頭屋國小舉辦
感恩迎春大會，目的在讓頭屋地區的鄉民知
道教會、認識教會、走進教會、請為此活動
的種種細節規畫安排禱告，使我們做事有果
效。
5.為年長的兄姊們有好的身體，靈命，經歷神
的平安喜樂與信實，仰望禱告。

3.今年九月，教會將開辦國中課輔班，盼望 神

▲小朋友舞蹈

▲帶小朋友讀聖經

▲姊妹們舞蹈

▲晨更

▲晚上探訪在林口長庚醫院的黃羅梅英媽媽

▲烏克麗麗練習

頭屋教會

︱聯絡電話：037-255-882

︱ E-mail：tw77120828@hotmai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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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教會

夢 想、往前一步

感

謝主的恩典，結束了三隊短宣的行程，有
很多的學習。再次感謝新加坡、康華、
雅歌堂及上海華商，謝謝您們排除萬難參與服
事。知道有很多特別請假過來幫忙的，心中無
比的感動。

一連串的營會活動，神也用隊員們不同
的恩賜，帶給學生們不同的生命體驗，更將福
音種子撒進學生心田。神也藉著短宣隊對我說
話，記得新加坡講員的一句話，【新加坡很小
但夢想很大】 激勵了我，是的回應台灣的現
況，想想自己，夢想到哪裡去了，還能夠再挑
戰嗎？講員分享他攀登喜馬拉雅山、及帶領設
計團隊從無到有，造了一台橫越澳洲三千公里

∕呂逸帆 傳道

的太陽能車，從一點點的小成功，進而勇敢向
前一步，而後克服達成那又大又難的事，他自
己也分享他如何從一個叛逆小子到藉著一位教
會長者的不斷鼓勵，大學時代學業突飛猛進，
留學歸國，現在則是一位法商的航太工程師，
並進修博士學位，一步步靠主完成夢想。想起
主的話說，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
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是的，讓神擴
張我們的信心跟境界吧！
同樣的康華短宣隊的攀登垂降體驗營，
由上往下那一刻學習如何交託放手，靠著一根
繩索及扣環，也再再挑戰學生們信心、勇氣，
帶出信仰的課題。

▲美國上海短宣隊美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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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上海短宣隊，已連續短宣六年，何等
的愛心耐心，扶持著鄉村的我們。

代禱事項：
1.為短宣後的跟進工作禱告，求主祝福對內對
外的事工更興旺，也請支持造橋各樣的經費
需要，成為教會後援。

以上都是因著主、因著愛，為神國圖謀大
事，在那沙漠中開出江河，曠野中開出道路，
相信在主沒有難成的事，為主所擺上的，神必
賜福紀念，另我想在神的眼中，鄉村教會一點
都不小，而是寶貝且貴重的，信實的主，應許
絕不落空，讓我們用小小的夢想成就大事，仰
望天父的力量吧！加油。

2. 為8/22∼24將與福音聯盟眾教會，在台南走
馬瀨農場舉辦靈修會代禱。

▲談文國小品格營―新加坡短宣隊

▲聯合大學演講―新加坡短宣隊

▲造橋國小體驗營―康華短宣隊

▲造橋國中何校長宴請美國上海、康華短宣隊員

▲康華品生傳道垂降教學―造橋國中體驗營

▲造橋國中學生勇敢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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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教會

變調 的母親節

∕李進春 牧師

親節雖然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但每次想
起有好幾個母親，當他們在過母親節時是
沒有心情的，甚至是難過的、痛苦的。

母

萬元。不但如此，如果要不到錢會打爸爸、媽
媽，不得已，只好去申請家暴令，但後來又心
軟，把家暴令給撤回。

教會從2010年開始每年教會都會在母親節
時發送蛋糕給慕道的母親朋友，祝福他們有一
個快樂的母親節。

還有另一個母親，兒子已40多歲了，就因
為染上毒品，進出監獄也不知道幾次了，作母
親的不知道用了多少方法，孩子就是不聽話，
問她，孩子現在呢？她說，過年後就不知道去
那裏了。

當我們發送到一個媽媽的家時，她正好
不在，就打電話給她，告訴她，我們將蛋糕放
在她家門口，她說好。不多時，她回到家，打
電話給我，告訴我說她已經拿到蛋糕了，但她
說，她看到蛋糕很想哭，我問為什麼？她說，
因為她有二個兒子，大兒子現在在看守所，
因為加入討債集團。而小兒子竟把她好不容易
省吃儉用存起來的三百多萬元都花完了，還要
再跟她要錢，說，他跟朋友去吃飯，急需要二

有一回到看守所去服事，服事結束了，出
到大門口，見到一個老媽媽，她已81歲了，問
她來看守所作什麼？她說來找她兒子，問她的
兒子怎麼了？她說：因為吸毒而被關，而且已
經很多年了。問她兒子已幾歲了？她說：已60
歲了。

▲在耶穌裏我們是一家人，感謝許振宏牧師及康海文宣教士夫婦關心大西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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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現代的母親，我心想，這只是冰
山一角而已，不知還有多少個母親，每天就是
為著孩子在擔心，為著兒女在害怕，母親節應
該是母親快樂的日子，怎知，是個變調的母親
節。

願意來到耶穌的面前。

代禱事項：
1.請天天奉耶穌的名祝福並宣告，大西村1298
戶共4000多人都要得救，大西村要成為基督
村。

教會有一個老媽媽，因為現在住在大兒子
家，常常要面對大兒子及大媳婦百般的冷言冷
語的對待，有時心情真的很不好，甚至是萬念
俱灰的時候，但每當她想到主耶穌對她的愛，
她又再次剛強起來，一宿雖有哭泣，早晨必要
歡呼。

3.請為美國雅歌堂基督教會及上海華商團契在
這裡所接觸的每一位學生禱告，求神繼續感
動他們的心，使他們願意來認識神。

感謝神，同樣的母親，但是因著耶穌，就
算會有哀哭的時候，神要使這哀哭變為喜樂，
以讚美衣代替憂傷的靈，耶穌要擦去每個母親
臉上的眼淚，又要除去每個母親的羞辱，只要

4.請為教會軟弱的肢體禱告，為曾潘美香姐
妹、彭梁美妹姐妹、陳昌郎弟兄、郭煌遠弟
兄、王國士弟兄、李春三弟兄禱告，求神賜
給他們健康的身體，身心靈都健壯。

2.請為教會建堂或購堂禱告，盼望在三年內能
建立完成神在大西村的聖殿。

▲曾政忠牧師為孫傅鳳妹媽媽施洗

▲林陳秀香媽媽與孫子林均翰，均翰弟兄參與今
年學園傳道的戲劇巡迴演出

▲溫素芬姐妹帶著女兒婉茹第一次參加教會主日

▲聖地牙哥雅歌堂及上海華商團契短宣隊全員在
大西教會門口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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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教會

主指 引前路

眉

山教會開拓進入第六年，有些青少年成
員，今年分別從國中及國小畢業。想到他
們這幾年來，因著接受福音，在教會成長，走
出一個自己當初都很難想像的道路和方向。我
們都很清楚，這是他們身上所蒙受，從主而來
莫大的恩典。試想兩個截然不同的畫面：﹝畫
面一﹞一群沒有目標，學業成績低落的孩子，
隨著鄉下迷信的環境，和社會扭曲的價值觀，
徬徨在網咖、夜市及其他殘害身心的不良場
所。﹝畫面二﹞週間時刻在教會裡，三三兩兩
成群，有在追趕學業落後進度的學子；有臨時
組成的樂團，配搭鋼琴、電子琴、吉他、烏克
麗麗、爵士鼓，木箱鼓，陶笛（或直笛）的群
聚；有臨時招聚的桌球挑戰賽隊伍；也有一群
發揮創意自訂規則的遊戲者，正在玩只有他們
自己才懂的遊戲；吃飯吃點心時衝鋒陷陣，服
事或表演時又成為井然有序的隊伍。

至盼他們更懂得仰望神，持續走在合神心
意的道路中，傾聽並遵守神話語的提醒：「你
要一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
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認他，他必使你的
路徑平坦正直。不可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
和華，遠離惡事。這必使你的身體（“身體”
原文作“臍帶”）健康，使你的骨頭滋潤。
（箴言三章5∼8節，新譯本）

∕黃信吉 牧師夫婦

韓國文化體驗營，與太平、聯合里地區社區
家庭的接觸。也為陸續推動的月眉國小「校
園之愛」營會活動，及台中聖教會來陪伴眉
山教會兒少成長的訓練營代禱。
2.教會藉由台中市助扶關懷協會，推展更廣面
的社區服務事工，求主賜福該協會理監事會
已通過的推展空中無毒菜園，與中華白絲帶
協會成為夥伴機構協助推展中部地區網路安
全教育，與台中市幸福家庭快樂城市聯盟合
作推展軍中心輔志工訓練等計畫。
3.沛嬴小時候左腳車禍受傷，經由眉山教會陪
伴走過骨髓炎及細菌感染危機後，想要在腳
踝功能有進一步的恢復。請為未來尋求專科
醫師對其左後腳筋功能恢復的診治過程順利
及所需經費代禱。
4.因基福尚須調整腳步再出發，間接影響眉山
教會未來事工發展及接續的計畫。求主賜福
基福理監事會，有神所賜的智慧能力，結合
眾教會持續推展在弱勢基層族群的福音拓荒
事工。

求主指引這些年輕人前頭的道路，也求主
引領眉山教會未來的發展，和從神所領受的託
付―深植福音種子在后里月眉地區，至少在
每一個里能拓殖一個教會。

代禱事項：
1.求主賜福，藉由眉山教會暑期於育英國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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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畢業_上右二筱臻下右二宜頻右沛嬴

▲同心協力為教會室內大粉刷

▲挖蚯蚓移菜圃到反覆採收

▲參與展望會兒童安全倡導才藝表演

▲演唱前認真練習

▲領獎國小畢業生_上右二佳緯下右二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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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感言

參加 學 園 傳 道 會
暑期戲劇

∕大西教會會友 林均翰 弟兄

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
因看。」（哥林多前書4：9）

「

感謝讚美主，讓就讀高一的我能參與學
園傳道會的戲劇短宣，而且還是如此特別的短
宣！我國中時就開始喜歡戲劇了，還有拍幾部
微電影。有一次暑假，這支短宣隊來教會表演
戲劇傳福音，那時我看了他們的表演覺得好特
別，居然是演我們觀眾的心情故事，表演完有
位隊員用四律向我傳福音，當時我就有感動，
想要決志信靠主，跟隨主一生。
這樣讓我更想加入他們一起到各地用戲劇
傳福音，讓台灣每個角落的人都能認識耶穌，
這位愛我們的神。３月的時候牧師告訴我，學
園傳道會在徵召人能加入他們服事的行列，要
在暑假一起去傳福音，剛開始我猶豫了一下，
後來就決定請牧師幫我報名參加。
順利加入為期１８天的戲劇短宣，這次的
短宣很開心，在食、衣、住、行上，神都很恩
待我們，為我們預備一切，而且每個隊員都是
超棒的！大家雖然來自全台各地，互不熟識，
才經過兩次籌備會，一進入短宣彼此就處得特
別好，好像認識很久的朋友一樣。
隊員們不但在臺上很會演戲，在臺下的
生活裡也喜歡演一段！戲劇訓練玩得很開心，
也學習到很多，許多事都是我第一次嘗試的，
例如：第一次帶敬拜讚美、第一次傳福音、第
一次用戲劇服事神，這些事對我來說雖然是陌
生的，但是收穫卻很多。尤其到每個教會去表
演戲劇傳福音的時候，每個教會都有它獨有的
特色，有些教會充滿熱情、有些教會充滿著主
的愛、有些教會讓我充滿感動。到各處傳福音
表演甚麼場地都有，最讓我訝異的是在淡水街
頭和其他短宣隊一起配搭傳福音，在街頭傳福
音，跟觀眾更親近互動了，有很多的體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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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中，早上吃完早餐後都有個特別的讀
經靈修時間，短宣靈修超特別，每個人思想聖
經上的對話，在思想經上的人物為何要說這種
話，當時情緒氣氛是甚麼，我們加以用戲劇的
方式呈現出來，如此一來，更容易理解聖經的
意涵了。
在短宣中，我有發生屬靈爭戰的事情，可
能是因為剛信主，心有時候會不堅定，容易讓
魔鬼來試探我。在短宣中，有四天發生屬靈爭
戰，較嚴重的是在淡水的那次，中午睡午覺，
魔鬼就趁機進入我的夢裡試探我。牠跟我說些
「
歪曲神的話語，我就把這些歪曲神的話語給矯
正過來，幾分鐘後，牠不和我說話了，拉起我
的手，拉上天空，拉進黑暗世界理，讓我看到
覺得噁心會讓我畏懼的畫面，我就喊叫，希望
可以離開這世界。當時我旁邊的伙伴好像有聽
到我的求救聲，幸好他有叫醒我，才被拉回原
來的世界，之後，大家都有替我禱告，我也禱
告，使我心堅定，魔鬼就沒有再來試探我了。
經過這次短宣，我發現我跟隨神的心更堅
定了，也發現我跟神的關係被拉近了。還發現
原來做神的工作可以如此快樂，一點也不覺得
累，一點也不覺得我是個辛苦的為神工作者，
反而做得很快樂。我甚至覺得我沒有勞苦些甚
麼，反而是充足的享受在神所賜給我的每一件
事物上，好開心好滿足！雖然短宣結束，我還
向神禱告，求神能繼續使用我，塑造我成為合
神心意的器皿，我想要用戲劇傳福音服事神，
用戲劇演出大使命，讓全台灣每個角落的人們
都認識神，這位愛我們的神。
願將一切感恩、頌讚都歸於我們在天上的
父神！

雲彩見證

祂的故事
最近去了一趟眉山教會。那是一個炎熱的
下午，黃師母督著一大群孩子，有的寫
功課，有的正在練習烏克麗麗。黃師母一邊招
呼我，一邊拿著毛巾頻頻拭汗。顯然他們捨不
得開冷氣。黃牧師帶一個孩子上台北找名醫，
看看有沒有可能為一個孩子的腳再次開刀，讓
他可以更「正常」的行走、運動。我們約了見
面談話的時間，他正在從台北趕回來的路上。
等待黃牧師的時間，我一面與黃師母談話，一
面環視周圍每一個孩子的狀況。有孩子來「纏
磨」黃師母，希望可以少做一點數學練習題，
黃師母很忍心的堅持他一定要完成某個進度。
我曾經也在自己的教會帶過青少年做功課，知
道這樣的忍心與堅持對孩子功課的重要。那些
完成功課的孩子，正一人拿著一隻烏克麗麗忙
著調音，準備上課。這時我看見一個小女孩從
樓上下來（原來樓上還有一群大孩子在練習吉
他、上吉他課）。當她開始教其他的孩子怎
樣彈奏，我不禁盯著她看。她教學的態度、方
法……引起我的注意。我一邊問著黃師母，她
的年紀、她的背景，原來不過是一個正要升國
中一年級的學生，她的身材長相的確是符合一
個國一的孩子，但她的教學、表達，怎麼看都
是一個已經成熟的教師與領袖。黃師母說她來
自單親的家庭，對音樂有極大的興趣與天份，
對所有的樂器，無論鋼琴、鼓……只要有機
會學習，她都不放棄，並樂意花極多時間練
習。……這樣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
將來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沒有教會，又會是甚
麼樣子？
我不禁想到最近發生在我們教會的事。
一位素未謀面的弟兄，遠從加拿大來新竹拜訪
我們的教會，參加主日崇拜，當天我們教會的
週報刊印一份與他有關的見證，我讀了眼眶濕
潤，心存敬畏。故事是這樣的：

∕理事兼代理秘書長 陳正雄 牧師
他的故事
他生在香港。從小就無法忍受學校填鴨
式的教育，功課非常不好，父母只好在他十七
歲時送他去英國讀寄宿學校。然而這個家庭並
不富有，所以他一面讀書，一面到餐廳裡去打
工。因著家中三代篤信基督，他也年紀輕輕就
在英國的教會裡負責兒童主日學。
他的父親在警察局裡擔任法證攝影師，又
是家中唯一賺錢的人，特別憂慮自己死後無法
撫養孩子，因此誓言絕不在三個孩子大學畢業
之前搭飛機，免得發生意外。他則偷偷立下一
個心願，打工要比別人更拼命，因為他想在大
學畢業那年，也就是父母結婚25週年時，賺到
機票錢，讓父親可以搭飛機來參加他的畢業典
禮。
他大一結束的那個暑假，也就是1982年6
月底，申請到美國作交換學生，打算飛經紐約
轉至德州。然而才飛到紐約，當地的朋友就緊
急通知，要他打越洋電話回香港的家。在那個
時代，若不是有驚天動地的事，沒有人會打越
洋電話的―他知道出了事！
原來他總是小心謹慎的父親突然出了車
禍，已經死亡，並且一家人頓時失去生活的倚
靠。母親為了省機票錢，叫他不必回香港奔喪
了。但是他向紐約的朋友借錢，又將手上的兩
張信用卡刷到滿，才買到航空公司說的「最後
一個座位」，搭上了經過東京飛往香港的班
機。
他沒有怨天尤人，但在登機時作了他生命
中三個最重要的禱告之一：「神啊！讓我能看
到父親的離開可以是個痛苦裡的祝福！」

她的故事
她生在台灣。從小讀書順利，大學一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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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剛退伍的學長結婚，也就跟著留學潮到了
美國。雖然在大學裡也被同學邀請去過教會，
但基本上跟白手成家的父親學到了樣樣靠自
己，所以並不覺得需要信仰。
然而就在即將拿到碩士學位之際，家中傳
來母親得到血癌，並且已在醫院進入昏迷的消
息。對過去在生命中一帆風順的她，實在是措
手不及，彷彿天崩地裂。想到母親向來人緣最
好，助人總是兩肋插刀，在所不惜，更讓她對
老天充滿不解，甚至憤怒。
那時已放暑假，正是旅遊的旺季，買不到
從波士頓返台的班機。她的舅舅幫忙買到了從
紐約飛的機票，於是她先飛紐約，再從那裡經
過東京，返回台灣。
臨上飛機前，她問曾經受洗，但早已不再
去教會的先生：「你可不可以幫我在聖經上標
出幾句經文，讓我可以帶到飛機上去讀？」於
是他找到幾句，她也就帶著那本聖經，在1982
年6月底的那天上機了。

機上的故事
那班飛機真是滿的！在那漫長的旅途中，
她一句話也不想說，就是抱著那本聖經，一面
讀，一面流淚，看到空中小姐的笑容，甚至覺
得刺眼。想到自己公婆年紀老邁，可是身體都
非常健壯，以至於那種無助的心情也無法跟最
親的先生分享，更是感覺孤單。
過了相當久之後，身邊一位華人男生（也
就是「他」）問她：「我看到你在讀聖經，你
是基督徒嗎？」她回答說：「我不是。你是
嗎？」他說：「是。」然後用旅途中剩下的十
小時道出了他的故事……
她直到如今仍然無法理解，為何那天滿艙
是金髮碧眼的旅客，自己座位旁卻是一個華人
男生？也仍然清楚記得，她的母親在醫院裡還
有生存的希望，他的父親已經死亡，毫無復生
的可能，但慌亂的是她，而沉著的是他？那時
他還幾乎不會說普通話，所以他們只能透過英
文溝通，但他卻是當時全天下唯一可以明白她
心情的人。
事實上，他在那十小時當中一個字也沒有
提到福音，更沒有竭力勸她信耶穌。然而只聽
他說到自己家中如何平靜地面對驟然而臨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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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死別，並充滿將來在天上能與父親重聚的盼
望，她就知道自己生命中缺少那種無人能奪去的
平安，而顯然只有從基督耶穌那裡才能得著。
當他們在東京分手的時候，他為她作了一
個禱告。從那之後，她就擦乾眼淚，彷彿從他那
裡「借」到了一些平安……

後來的故事
她返台之後，見到了彌留的母親，也趕上
在這位曾經去過天主教堂的母親耳邊說：「要信
耶穌」，母親用了一些動作回應，接著就辭世
了。
然而最大的改變是，她返美之後，開始去
教會尋找那位能帶給人真平安的神，並且終於尋
到了，在1984年8月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不只
如此，她的先生也因此回到教會，後來夫妻生子
教子，都留意走在神的道路上，後來也促成自己
的父親和大姑認識真神。
他則是後來事業如日中天，也因為結婚的
緣故搬至加拿大。但是主藉著一場鼻咽癌的經
歷，讓他下定決心，停止一切工作，改為只在教
會擔任全職的義工，包括青年事工及協助全加拿
大最大的宣教全人中學。
他們因為各自忙碌，也都輾轉搬遷，之後
失聯。2011年某天她突然有感動，在網路上搜尋
他的姓名，找到一篇他發表在證主協會《天倫
樂》雜誌上的文章，寫電郵去詢問台灣證主協
會，是否可以轉信跟他聯絡？事後才知道，原來
他因為怕太被打擾，所以一共只以本名發表過兩
篇文章。她的信被台灣證主協會轉至加拿大證主
協會，又被轉給他，所以終於聯絡上了！
不只如此，也發現他近年致力在中國藉著
學術交流，進行偏鄉的教育與福音工作。又從教
會支持的義大利短宣隊得知當地有相當多從中國
移民去的基督徒，渴望能用中文教導孩子聖經，
好讓他們不會忘記母語，也正受託尋找中文的兒
童主日學教材。
今天他〈袁幹光弟兄〉非常高興能來到北
門聖教會參加聚會，也與暌違的老友一家相聚。
惟願這跨越三十二年的見證能成為眾人的激勵，
知道生命的福音勝過口傳的福音，任何一位平凡
人只要甘心把自己獻上，成為神的器皿，祂就可
以用生命寫出美麗的故事！

故事中的「她」，是我們教會的馬卓群姐
妹，也是上列故事的作者，而更另人驚訝、敬畏
的是，袁弟兄受託到台灣找的兒主教材《兒童歸
納式查經》的作者，正是三十二年前在飛機上與
他見過一面並因而信主的馬姊妹。
神真是奇妙！我看著認真教著同歲孩子彈
奏烏克麗麗的那位小女生，心裡為她禱告說：主
阿，興起她來，興起所有這裡出入的兒童、青少
年，讓他們成為這個世代的撒母耳、底波拉！主

阿，興起他們！
基福的拓荒區教會，有許多老人與小孩，
這些在當中出入的孩子，他們的將來如何？十
年、二十年，甚至如上述故事的三十年之後他們
會是甚麼樣子？我只能誠實的說：「不知道」。
但是誰知道呢？因著基福這些牧者願意將自己
埋在鄉村建造孩童，因著基督介入他們的生命，
「無窮生命的大能」將會在這群鄉下孩子的生命
中作何等的工呢？我期待能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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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6月收支表（月刊資料）
1
2
3

上期結存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1,447,746
1,234,074
-1,582,467

人事費

682,595

同工離職金

233,246

拓荒區房租

86,000

修繕設備

150

2,000

林韡承

文林基督教會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New Jersey

2,700

林麗鴻

財團法人台北市

5,000

21,914

事工費

318,663

庶務費

135,049

提撥金

105,000

累計結存（含各拓荒區之累計結餘）

1,099,353

各拓荒教會累計餘額（至2014/6/30）
頭屋
19,127

造橋
306,334

大西

眉山

18,719

35,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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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戶存款

主管：

人
□他人存款

電
話

地
址

□□□―□□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款 人
款
寄

姓
名

戶
名

奉獻方式
郵政劃撥：14805331 臺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銀
行：台灣銀行/和平分行
帳
號：108 004 018565 臺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海外匯款
Bank of Taiwan Hoping Branch
SWIFT：BKTWTWTP108
A/C：108 004 018565
Beneficiary：Taiwan Grass-Roots Mission
英文支票抬頭：
Taiwan Grass-Roots Mission 或T.G.R.M

我願意支持貴會福音事工
□ 入會費
□ 辦公室經常費
□ 支持
拓荒區
□ 支持
宣教士生活費
元
□ 其他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1 4 8 0 5 3 3 1

仟萬 佰萬 拾萬
金額
新台幣
(小寫)

帳
號

金
98-04-43-04

郵

政

劃

撥

儲

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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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仟

佰

拾

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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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帳
號
戶
名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發 行 所：臺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發 行 人：李勝雄
理 事 長：李勝雄
代理秘書長：陳正雄 0916-944-800
機構電話：037-563677
機構傳真：037-563676
通訊地址：36144苗栗縣造橋鄉平仁路128-1號
No.128-1Pingren Rd.,Zaoq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36144,Taiwan (R.O.C.)
E - M a i l ：gifutaiwan@gmail.com
網
址：http://www.twgrm.org/
統一編號：77120828

海外奉獻聯絡處
愛加倍福音中心 Agape Asian Mission
負 責 人：吳怡明醫師 Ye-Ming Wu.DDS
電
話：510-7919232
E - M a i l ：yeming@itsa.ucsf.edu
地
址：4988 Paseo Padre Parkway
#203.Fremont, CA 94555 U.S.A
支票抬頭：Agape Asian Mission
備
註：請轉為「臺灣基層福音差傳會」奉獻
收據將由「愛加倍福音中心」代為開立
海外代表聯絡處
負 責 人：林華山醫師 How-Shan Lin
電 話：949-262-9107
E-Mail：eunice0904tw@yahoo.com.tw
地 址：4 Songsparrow.Irvine.
CA92604.U.S.A
雷鴻弟兄
電 話：214-7621-1262

各拓荒教會通訊
造橋教會 呂逸帆 傳道／王沛琦 師母
地
址：36142苗栗縣造朝陽村10鄰3號
電
話：037-633567
傳
真：037-633567
手
機：0922-051-311
E - m a i l ：zau.chiau@msa.hinet.net

頭屋教會 田南芝 牧師
地
址：36241苗栗縣頭屋鄉中山街13-2號
電
話：037-255882
手
機：0977-171-283
E - m a i l ：tw77120828@hotmail.com.tw

大西教會 李進春 牧師／王明玫 師母
地
址：36142苗栗縣造橋鄉大西村10鄰尖豐路51號
電
話：037-544675
手
機：0922-946-248
E - m a i l ：paul54467@yahoo.com.tw

眉山教會 黃信吉 牧師／高悉音 師母
地
址：42151台中市后里區眉山村公安路271-2號
電話傳真：04-25560571
網路電話：07010070525
手
機：0925-560-571
E - m a i l ：msch@kimo.com

